
2020年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项目（综合研究类）拟立项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负责人 参与人 承担单位

1 研究生导师课程思政建设意识及能力研究 综合研究类 曹清燕 汪长城、吴园、龙睿杰、肖劲峰、吕瑾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胜任力研究 综合研究类 叶湘虹 唐海波、季娇、何菲菲、何红杏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爱国主义教育的研究生课程教学融通 综合研究类 黄永鹏 李迎 马克思主义学院

4 社会调查能力教育课程思政的建设方案与实施路径研究 综合研究类 董海军 车文辉、刘惠颖、米莉、耿贵斌 公共管理学院

5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以《民法总论》课程为例 综合研究类 许中缘 余卫明、刘冬梅、龚博、匡凯、陈坚、夏沁 法学院

6 课程思政融入体育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综合研究类 余玲 李顺求、王玉辉、易国忠、夏君玫、张卫强、尹碧昌、高思
垚

体育教研部

7 “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综合研究类 纪海龙 邓栗、晏选军、刘青松、晏杰雄、刘玲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8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新闻传播类专业研究生课程思政推进路径与策略研究 综合研究类 罗军飞 唐苗、易龙、周雯娟、李联凯、黄卓、周驰凯、谈咏琪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9 课程思政育人评价策略与引导机制研究 综合研究类 易龙 白寅、习婷、欧阳云玲、姬欣欣、赵晓岑、李子蔚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10 英雄文化与新媒体课程教学创新研究 综合研究类 聂茂 罗军飞、龙丹、晏杰雄、黄琳、何宇轩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11 面向国际研究生的课程思政提质研究 综合研究类 王晓东 闫斌、邓煜、仲文明、江倩 外国语学院

12 “一带一路”背景下留学生汉语课程思政探索 综合研究类 傅晓燕 骆莲莲、夏玉芳、伍莉、唐媛 外国语学院

13 基于专业伦理的设计学研究生课程思政教育探索与实践 综合研究类 徐皎 徐鸣、刘颖、周霞 建筑与艺术学院

14 思政元素融入管理研究方法类课程的探索与实践 综合研究类 刘咏梅 戴国斌、谢菊兰 商学院

15 经济类课程思政教育实现方案研究 综合研究类 张颖 袁乐平、尹华、李康祥、祝平衡 商学院

16 研究生课程精准思政实施路径研究 ——以《应用统计》课程为例 综合研究类 汪炎汝 刘源远、郭尧琦、张炜、胡朝明 数学与统计学院

17 人文素养教育在细胞生物学教育中的实践与探索 综合研究类 项荣 范亮亮、李杰、文斗斗、刘慕君 生命科学学院

18 生命教育视域下医学院校研究生 “课程思政”实践策略研究 综合研究类 刘海霞 胡德华、刘雁书、虢毅、黄碧云、姜浩 生命科学学院

19 工科研究生课程思政的文化育人途径研究 综合研究类 陶辉锦 孙巧珍、张宁、赵小军、曾德露、梁晓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 文化育人视域下新时代研究生课程思政工作研究探索与实践 综合研究类 甘雪萍
宋旼、孟尚儒、邹俭鹏、贺林豪、许琛、陈启实、张翠、靳
有良、陈林、傅航

粉末冶金研究院



21 才与材的复合—课程思政在《陶瓷基复合材料》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综合研究类 李专 肖鹏、陈招科、孙威、李杨、谭海湖、赵一博 粉末冶金研究院

22 课程思政背景下理工科研究生科研伦理道德教育研究 综合研究类 陈立宝 杨海林、李专、陈月皎 粉末冶金研究院

23 研究生《增材制造原理与技术》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实践 综合研究类 李瑞迪 袁铁锤、杨海林、陈超 粉末冶金研究院

24 博士生课程思政的方法探索 ——以《材料力学行为》为例 综合研究类 宋旼 顾及、欧小琴、郭林、张灏 粉末冶金研究院

25 “课程思政”融入能源类研究生专业课课程体系探索 综合研究类 杨培志 刘益才、邓鹏、胡烨、陈嘉鹏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26 复杂国际环境和交通强国战略下交通运输工程研究生思政研究 综合研究类 刘项 刘辉、彭勇、谢素超、杨志刚、李盈利、张雷、秦斌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27 “三全育人”背景下交通运输类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路径初探 综合研究类 彭勇 高广军、宋晓东、姚曙光、王灿辉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28 研究生专业课程思政创新融合教学研究 综合研究类 冯芬玲 王璞、张佳琪、刘承光、刘嘉莉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29 研究生培养过程思政教育督导督查工作机制研究与实践 综合研究类 邓晓衡 黄芳、费洪晓、朱从旭、谭长庚、雷皓、易茜 计算机学院

30 学用“实践论”与“矛盾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综合研究类 夏佳志 奎晓燕、廖胜辉、雷浩、赵欢喜 计算机学院

31 交通强国战略下道路工程专业研究生 “知识-创新-思政”课程建设探索 综合研究类 但汉成 陈嘉祺、赵炼恒、邹金锋、杜银飞、吴昊、宋卫民、曹玮 土木工程学院

32 来华留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综合研究类 闫斌 蒋琦玮、杨彦、乔世范、易亮、沈青川、李欢欢、段珺皓 土木工程学院

33 工科研究生道德勇气的生成机制及养成策略探究 综合研究类 王进 陈汉利、范臻辉、黄若军、朱东莉 土木工程学院

34 构建“知识、创新、思政”三位一体的测绘类研究生课程体系探索 综合研究类 蔡昌盛 匡翠林、崔先强、潘林、陈必焰 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
学院

35 大数据时代地理信息学科研究生课程思政教育的理论探索与实践 综合研究类 邓敏 刘兴权、刘慧敏、刘启亮、石岩、陈杰、范冲、何晋强、梅
小明、唐建波

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
学院

36 思政教育在采矿与安全工程研究生解决关键科学问题中的驱动作用研究 综合研究类 董陇军 王秉、刘希灵、刘志祥、马举、黄麟淇、孙道元、唐正、罗
乔木、王剑、张义涵、陈永超、邓思佳

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37 基于安全人文教育的安全专业  研究生课程思政体系建设研究 综合研究类 王秉 吴超、欧旭理、李孜军、董陇军、潘伟、李明、李治 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38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矿物加工专业研究生课程思政推进路径与策略研究 综合研究类 张晨阳 孙伟、何利华、刘润清、陈攀、何建勇、张洪亮 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
学院

39 新形势下矿业工程学科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思路与实践 综合研究类 高志勇 张国范、蒋昊、石晴、焦芬、曹建、孙磊、王艳红 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
学院

40 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综合研究类 连选 杏建军、蔡圳阳、申雷霆、仲奇凡、戴江宁 航空航天学院

41 加强研究生法医案例解析课程思政建设 综合研究类 丁艳君 郭亚东、扎拉嘎白乙拉、姚文艳、凌江、成子佳、张文琦 基础医学院

42 基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临床医生岗位胜任力模型 ”的研究生课程思政教育模
型的建立与评估

综合研究类 谭斯品 管茶香、张华莉、汤立军、陈淑华、谭思创、夏珂、张珂 基础医学院

43 基于ADDIE模型构建基础医学研究生双向融合式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综合研究类 刘持 秦晓群、毕晓燕、刘惠君 基础医学院



44 结合案例实施法医学研究生课程思政 综合研究类
扎拉嘎白

乙拉
郭亚东、蔡继峰、马琼山、文丹、贺魏、王楚东、邢昊 基础医学院

45 口腔修复、种植学研究生“课程思政”教育建设 综合研究类 周红波 庞丹琳、王月红、左军、朱元静、尹颖 湘雅口腔医院

46 以“四个正确认识”为导向的研究生《医学统计学》课程教学模式开发与应用 综合研究类 胡国清 宁佩珊、胡明、史静琤、杨芳 湘雅公共卫生学院

47 卫生毒理学专业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初步探索与实践 综合研究类 肖芳 尹逊强、关岚、马羽、李思文、唐思璇、叶淑姿 湘雅公共卫生学院

48 药学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及实践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研究与探索 综合研究类 桂玲智 龚涛、曾文彬、徐康平、谭淞文、陈传品、王地、唐春花 湘雅药学院

49 研究生临床与科研实践中融入思政教育研究 综合研究类 符淳 邓雅莉、聂妹芳、石丽叶、章婷婷、熊晶、武明阳、任真、
殷缓

湘雅二医院


